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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的秋天，吴江选送
作品——金陵塔调 《十年巨

变》参加苏州地区群众文艺汇
演，这个反映新中国成立十周

年来吴江社会经济发展发生巨
变的曲艺作品，斩获苏州地区
二等奖，打牢了吴江文艺精品
创作的根基。

砥砺奋进，再续芳华。60
年后，由区公文中心创作的苏州

评弹开篇《半条红军被》入围第
十八届群星奖决赛，以精品力作
拉开文艺登峰之路。

新中国成立以来，吴江文
艺精品如雨后春笋，蓬勃而
出。“中华诗词之乡”“中国散

文之乡”“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
乡” “中国曲艺之乡”……一
张张文化名片璀璨夺目，谱写
着吴江70年时代变迁的绚丽篇
章。

（下转05版）

根植本土 绽放芳华

文艺精品书写吴江时代华章
融媒记者 张婷

9月中旬的首都北京，大
街小巷已经洋溢着喜庆热烈的
国庆氛围。

位于后厂村的北京快手科
技有限公司（下简称“快手科
技”）总部大楼里，大屏幕也
在循环播放着“我爱我的国”

“70 年我对中国说”“70 年

‘京’彩印记”等主题活动的
视频画面。而这些传播快速、
形式活泼的主题活动，正是得
益于这个飞速发展的网络科技
公司海量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
能技术的成熟开发应用。

吴江人徐静芸就在这家公
司担任执行总编辑的职务。

一颗初心 筑牢信仰根基

徐静芸家在松陵，初中和高
中都就读于吴江中学。认识徐静
芸的人都称她既有南方人的婉
约，又有北方人的爽朗。这和她
的教育经历、成长环境不无关
系。徐静芸从小学习成绩优异、
能力很强，一直担任班长和学生
会干部。 （下转03版）

人生旅程中勇气和能力相伴
——访快手科技执行总编辑徐静芸

融媒记者 陈晓思思

本报讯（融媒记者王炜）
昨天下午，区委召开贯彻落实
省委常委、市委书记蓝绍敏同
志调研吴江讲话精神专题会
议，专题学习交流蓝绍敏同志
调研吴江讲话精神，研究贯彻
落实工作。区委书记王庆华强
调，要坚决贯彻落实省委、市
委决策部署和蓝书记对吴江及
苏州各地的指示要求，抓住长
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发展机

遇，加快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
化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推动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把吴江
的“长板”拉长，“短板”补
上，打造“创新湖区”、建设

“乐居之城”，为吴江真正高质
量发展快上新台阶交出一份满
意的答卷。

区委副书记、区长李铭主
持会议，区领导沈金明、王燕
红、乐江、王益冰、徐晓枫、

范建龙、刘伟、李卫珍、杨
斌、刘峰等出席会议。

王庆华在会上谈了自身学
习体会。他指出，蓝绍敏书记
在吴江调研时的重要讲话，为
我们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明确了
奋斗目标。要认真落实蓝绍敏
同志调研吴江讲话精神，首先
要结合当前正在开展的“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
动，认真深刻分析检视我们存
在的问题和短板，通过主题教
育活动找差距、抓落实，要用
新的思维、新的方法解决我们

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要提振担当
干事“精气神”，锤炼过硬实干
作风，牢固树立抢抓机遇的争先
意识、激情燃烧的创新意识、奋
力拼搏的超越意识、时不我待的
责任意识，丰富弘扬传承“三大
法宝”，学习先进，扬长避短，
自加压力，始终保持“归零心
态”和“奋斗姿态”，切实做到
站在新的起点上，确定新的目
标，开拓新的领域，勇攀新的高
峰，实现新的作为。

王庆华强调，要抓理念，在
求“变”中凝聚发展共识。吴江
在长三角一体化中处于“C位当

中的C位”，是示范区中的核心，
一体化示范区建设是一项全新的
开创性工作，没有现成的模式和
先例，难度很大，需要创新、探
索，要消除“三个误区”、改变

“四个观念”，才能应对好示范区
建设提出的挑战。首先，要在政
治站位上再提高。推动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
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进的重
大战略决策，对未来中国经济发
展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要从切
实增强“四个意识”、认真践行

“两个维护”的高度，重新审视我
们原有的认识， （下转02版）

王庆华在贯彻落实蓝绍敏同志调研吴江讲话精神专题会议上强调

为高质量发展快上新台阶交出满意答卷 本报讯 （融媒记者李裕
强）国庆、重阳节日余味还未
散去，2019中国吴江美食小
吃展暨农副产品联展就将拉开
帷幕。11日至13日，区文体
广电和旅游局邀请广大吃货朋
友到吴江体育场 （震泽中学
旁）享受饕餮盛宴。

活动期间，现场摊位每天
开放时间为下午3时至晚上9
时，市民乘坐公交 712 路、
718路到中山南路联杨路口站
下即可到达。

本届联展设有 67 个摊

位，区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在各区
镇旅游主管部门汇总推荐的基础
上，对商户及参展品种进行筛
选，最终确定了 51 家商户参
展，参展品种近300个，主要以
吴江本土特色风味小吃为主。

美食小吃展暨农副产品联展
是吴江美食节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推广吴江本土特色小吃、特
色农副产品的重要平台，今年的
吴江美食节是区文体广电和旅游
局成立后的首届，以“突出重
点、注重实效、区镇联动、惠及
群众”为原则， （下转02版）

享受饕餮美食 体验特色文旅

美食小吃展11日启幕

7月 1日，144名身穿红
马甲、手拿小红旗、头戴“志
愿吴江”小红帽的新时代文明
实践志愿者，冒着大雨在松陵
街道和江陵街道的36个路口
拉开“我为城市添光彩”新时
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行动的序
幕。

行动中，来自全区65个
机关部门的“小红帽”分批次
于早晚高峰时段在两个街道的
36个车流量大的路口开展交
通劝导服务，优化道路交通秩
序。

“电动车不能越线，请退

回去”“电动车不能载人”……
路口的“小红帽”忙着劝导市民
文明出行的同时，7 月 19 日，
另一组60名“小红帽”走上街
头，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
务。在永康路商业街，他们引导
非机动车有序停放，以绿色环保
宣传为主题，带动和引导广大居
民形成良好的生活方式和文明习
惯，自觉维护城市道路整洁有
序，提升城市文明程度。

9月10日上午8点半，运东
大道和江兴路路口车流人流较
多，此时正值早高峰，

（下转02版）

“创文亮点”系列报道之志愿服务篇

志愿服务让城市更温暖
融媒记者 张婷

人 物 小 传

徐静芸，1981 年生，吴江
人 。 曾 在 中 共 北 京 市 委 宣 传
部、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北京市贸促会工作 10 年，任副
处长职务，负责相关新闻宣传
和舆论引导工作，后曾在万达
集团担任品牌部总经理，目前
在北京快手科技有限公司任执
行总编辑。

寄 语 家 乡

虽然离开家乡已经20年了，但始
终心系家乡，家乡永远是心中的骄傲。
快手科技希望给予每个人关注和连
接，促进记录和分享，促进创造和交
流，促进表达和共鸣，促进理解和成
长，用科技提升每个人独特的幸福感，
希望今后能在快手平台上看到更多的
家乡人和家乡事，也希望家乡能给游
子们更多贡献智慧和力量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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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江将举行大型主题义诊

市民可前往旗袍小镇参加

外交部谈NBA事件

不了解中国民意行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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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揭晓

三名科学家获奖

本报讯（融媒记者周成瑜）
昨天，《人民日报》公布了由中
国中小城市高质量发展指数研究
课题组、中小城市发展战略研究
院、国信中小城市指数研究院联

合发布的2019年中国中小城市
高质量发展指数研究成果，揭晓
了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全国
综合实力百强区、全国综合实力
千强镇等榜单。其中，吴江各项

指标表现抢眼，在全国综合实力
百强区中排名第八，所辖8个镇
也均跻身全国千强镇行列。

今年以来，吴江全区上下坚
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深入践

行新发展理念，以加快推进长三
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为主线，
持续深化“八大标杆”打造和

“555计划”实施，统筹推进产
业转型、科技创新、生态文明、

城乡一体、社会治理、民生改善
和党的建设等工作，推动全区高
质量发展保持良好态势。

上半年，全区完成地区生产
总值987.1亿元, （下转02版）

吴江位列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区第八
8大镇均跻身千强镇行列


